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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19-033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塔实业 股票代码 0005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柏志伟 章碰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630 号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630 号 

传真 0951-5610017 0951-5610017 

电话 0951-8697187 0951-8697187 

电子信箱 btsy000595@126.com btsy000595@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轴承、船舶电器及汽车前轴的生产与销售。其中，轴承业务的营业收

入约占公司总体销售规模的一半，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机械、冶金轧机、重载汽车等领域，近年来，公司

轨道交通轴承产品取得了较大突破；船舶电器产品主要应用在航母、军舰和大型船舶上，市场占有率居全

国第一；汽车前轴由全资子公司辽宁鞍太锻经营，主要供应给长春一汽、东风二汽、安凯客车等优质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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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 

（二）生产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销售是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均围绕销售进行，公司

收到订单后，组织产品生产。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对于部分产品，在确保质量达标的前

提下，公司委托其他公司代加工，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 

（三）行业情况 

        轴承是现代机械设备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础零部件。报告期内，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

呈现“持续回暖”态势，在内部“攻坚战”和外部“贸易战”叠加中步入经济新常态。综合实力强、符合产

业政策发展的“专精特新”企业增长势头较好;行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 显著提高了管理水平

和产品质量。但对比工业发达国家、对照制造强国、轴承强国的目标，我国轴承行业在产品质量、产

业结构、研发能力、生产效率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轴承行业实现提质增效升级的任

务目标依旧艰巨。十九大以后，振兴制造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

程，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轴承行业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船舶电器方面，根据2015国防白皮书《中国军事战略》中海军发展方向，我国海军按照近海防御、

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

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2016年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指出要优化武器规模，装

备结构，淘汰老旧装备，发展新型装备。海军舰艇目前处于高速稳定的发展期，舰艇设备未来几年需求处

于稳定增长状态。国内目前具有从事船舶消磁设备的研制和生产的企业，除海威船舶外，还有少量央企下

属单位从事科研及部分设备和零部件生产。公司船舶消磁器业务市场占有率在市场居首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32,317,736.74 435,761,930.44 -0.79% 355,699,11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194,424.06 18,742,523.49 -623.91% -84,432,5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726,225.82 -39,858,014.53 174.32% -78,430,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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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70,727.10 -978,361.59 3,040.70% -44,034,14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2 -75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2 -75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2% 2.76% -14.78% -11.9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828,600,919.71 1,879,364,915.83 -2.70% 1,200,562,66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5,504,054.15 696,506,127.94 -10.19% 662,522,871.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6,146,435.77 142,860,967.17 64,504,084.39 128,806,24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3,988.79 -625,362.15 -13,144,436.43 -90,698,61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59,923.85 -5,406,167.63 -13,945,196.54 -83,427,15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83,539.68 22,930,762.18 12,951,952.11 31,671,552.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4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9,51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宝塔石化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99% 405,025,924 0 

冻结 405,025,924 

质押 343,674,592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01% 7,710,000 0   

江涛 境内自然人 0.31% 2,381,742 0   

王忠香 境内自然人 0.30% 2,308,300 0   

陈永鸿 境内自然人 0.29% 2,191,400 0   

张秀富 境内自然人 0.29% 2,182,258 0   

李琦森 境内自然人 0.27% 2,100,000 0   

阎珩 境内自然人 0.26% 1,990,000 0   

赵立宝 境内自然人 0.21% 1,600,000 700,000   

深圳国磊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8% 1,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赵立宝在宝塔石化集团任职高管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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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平稳，因资产减值增加、营业外收支减少等原因，业绩比去年同期下降。

但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业、大力推行管理改善措施，为提升盈利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推行的重点

工作如下： 

        1、大力推行管理改善措施，包括内部模拟市场化运作、调整产品结构聚焦优势领域、强化市场化

订单管理、降低采购成本等举措，为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供条件。 

2、狠抓轴承业务回款，全面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控制资金支付，杜绝无效投资。同时通过有效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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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使公司在受大股东影响融资受阻情况下，不仅确保了生产经营平稳运行，并且逐步偿还了贷款

本息2000余万元，对后续减少经营负担、降低财务成本具有积极作用。 

3、完成对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针对公司原有管理体系较庞大、协同性不强、同时一线管理力量薄

弱的情况，公司逐步压缩总部机关编制、充实一线管理力量，完善梯队建设，同时切实落实管理改善措施，

构建相适应的治理结构，聘任生产副总落实模拟市场化运作，聘任运营副总落实市场化订单管理，使公司

更加面向市场和提升效率。 

4、加强质量管理，强化对质量管理措施的落实和考核。2018年11月底，公司通过了新版国军标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2019年1月公司获得中铁检验认证中心签发的铁路产品认证，标志着公司铁路货车轴承产品

达到CRCC有关生产制造和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轴承 209,887,525.12 189,891,479.07 9.53% -19.82% -18.76% -1.17% 

船舶电器 84,582,168.40 29,592,034.04 65.01% 12.51% -0.72% 4.66% 

汽车前轴 86,556,509.66 71,854,715.84 16.99% 80.07% 97.01% -7.1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母净利润、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变动超过30%，主要由于营业外收支

同比大幅减少、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上升、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增加较多等原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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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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